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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1 本规程规定了一体化供水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检测评估技术要求、检测评

估方法、判定规则、检测评估报告。 

1.2 本规程适用于一体化供水装置的检测与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985.1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GB/T 985.2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GB/T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3797  电气控制设备 

GB/T 4237 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GB/T 8196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的设计与制造 

GB/T 8923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21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CJ/T 43 水处理用滤料 

CJ/T 83 水处理用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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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 47003.1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一体化供水装置系统 

包含取水、净水、配水（装配式水箱、水池）各部分的供水系统，其中净水部分由预

制后整体安装或现场组装，适宜处理规模500-5000m³/d的一体化净水设施，并配有混合、

加药、消毒、电气控制等配套设施。 

3.2 取水系统 

将原水输送至一体化净水设备主体的配套系统，包含取水泵（重力取水时不需设置）、

输送管道、阀门、流量控制等配件。 

3.3 一体化净水设备主体 

净水单元集成整合的净水处理设备，处理单元包括预沉、混凝、沉淀或澄清、过滤、

深度处理等。 

3.4 管道混合器 

净水工艺中用于原水与药剂混合的设备。 

3.5 加药系统 

为一体化供水设备投加混凝药剂的成套系统装置。 

3.6 消毒系统 

为一体化供水设备投加消毒剂的成套系统装置。 

3.7 反冲洗系统 

为净水设备主体进行反冲洗操作的配套设施，包含反冲洗泵、反冲洗风机、反冲洗管

道阀门等。 

3.8 电气与控制系统 

基于传感器、电气元件与通讯协议、中央控制器，实现一体化供水设备系统进出水、

反冲洗、排泥等功能的参数化控制及不同工艺段的联动的控制系统。 

3.9 配水系统 

将经一体化净水设备主体处理后的水输送至用户或二级供水单元的处理系统，包含清

水池（或装配式水箱）、输水泵（重力输水时不需设置）、压力与水量计量设施等。 

4 基本规定 

4.1 一体化供水设备系统检测评估应包括现场初步调查、确定检测评估范围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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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检测评估、出具检测评估报告等。 

4.2 现场初步调查应包括工程概况、图纸资料、使用状况、运行条件与环境等。 

4.3 应根据现场初步调查结果确定检测评估的范围和内容，确定需进行检测评估的项

目。 

4. 4 检测评估时，各指标因工况原因未达到额定值的，可按额定值的参数需要调整工

况后进行检测评估。 

4.5 对于检测评估结果出具检测评估报告。 

5 技术要求 

5.1 一体化供水装置系统 

5.1.1 供水系统的材料、外购件等应有合格证。 

5.1.2 供水系统能达到满负荷运行或额定运行负荷，稳定运行时出水流量波动应不大于额

定处理水量的±10%。 

5.1.3 系统正常运行时整体噪声声压级应不大于 70dB(A)。 

5.1.4 在寒冷地区，管道采取适当的防冻措施。 

5.1.5 供水系统所有管路均应按 GB 7231 规定标识；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 要求。 

5.1.6 一体化供水系统的机械安装防护装置应符合 GB/T 8196 要求。 

5.1.7 一体化供水系统须进行给水排水管道水压试验，各连接处不得有渗漏和变形现象。 

5.1.8 一体化供水系统须进行通气管气密试验，无泄露现象。 

5.1.9 供水系统，特别是其中的管道混合器、加药管口、重力式无阀滤池等易于出故障的

部位，应便于操作、维护、检修。 

5.2 取水系统 

5.2.1 取水系统须设置水压水量计量与控制系统。取水泵取水时，须至少配置有一台备用

泵。 

5.2.2 取水系统应设置取样设施。 

5.3 一体化净水设备主体 

5.3.1 处理量 200m³/d 以下的净水装置需有涉水卫生许可批件。根据涉水卫生许可批件（文

号）规定，包括每天供水 8小时、25m³/h 的设备。 

5.3.2 净水设备主体结构外表面应光滑平整，无裂纹、无明显划痕、色泽均匀，内表面、

隔板等应光滑平整，无明显缺陷。 

5.3.3 供水设备主体的制造应符合《钢制焊接常压容器》NB/T 47003.1 和《钢结构工程施

删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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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要求。 

5.3.4 絮凝池可采用折板、网格（栅条）或其他反应设施或反应器。 

5.3.5 沉淀池优先选用斜管等沉淀结构或设施，采用斜管沉淀时应符合 CJ/T 83 的规定。 

5.3.6 滤池可采用重力式无阀滤池、普通快滤池、V型滤池等结构形式，采用水力自动冲

洗、单水冲洗或气水联冲等冲洗形式。滤速一般控制在 6-8m/h。 

5.3.7 采用石英砂、无烟煤、活性炭等滤料时应符合 CJ/T 43 的规定。 

5.3.8 应设置放空管、溢流管和压力水冲洗设施等。 

5.3.9 压力式净水设备应设置排气阀、安全阀、压力表及检修孔，并应有更换内部元件的

条件。 

5.3.10 焊接： 

a）焊接接头表面不得有裂纹、气孔、弧坑、飞溅、焊渣等缺陷； 

b）焊接接头咬边的连续长度不得大于 100mm，焊接接头两侧咬边的总长度不得超过该

条焊接接头总长的 10％，咬边深度不得大于 0.5mm； 

c）焊缝应均匀一致、表面光滑；焊缝与母材应圆滑过渡，并无明显的不规则形状； 

d）为消除表面缺陷或机械损伤而经打磨的焊接接头厚度应不小于母材的厚度； 

e）钢板对接的对口错边量：b≤1/4δ，且不大于 2mm； 

f）对接焊接接头余高应不大于 3mm； 

g）净水装置箱体外部加强型钢上部与箱体连续焊，下部与箱体可间断焊； 

h）净水装置加强型钢间断焊的，焊段长度≥100mm，间隔长度 100mm。 

5.3.11 防腐 

a）防腐可采用环氧涂层、水泥砂浆、喷塑、油漆。 

b) 焊口和连接部分需做好防腐。 

    c）防腐前除锈处理后的金属表面应符合 GB/T 8923.1 规定的除锈等级 St3 或 Sa2½。 

    d）涂层的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涂层干漆膜总厚度应≥125μm。 

e）涂层应牢固，涂层外观应均匀、细致、光亮（水泥砂浆除外）、平整、色泽一致，

不得有发粘、脆裂、脱皮、气泡、粘附颗粒杂质、流痕、明显刷痕等缺陷。 

e）不锈钢件应表面光亮，无油污、氧化皮、锈蚀等，不锈钢焊缝须钝化处理。 

5.3.12 压力式一体化供水设备主体必须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 1.5 倍，

试压持续时间 30min。 

5.3.13 重力式一体化供水设备必须进行渗漏试验，箱体、管道、阀门不得渗漏。 

5.3.14 一体化净水设备主体须进行滤池反冲洗试验，气水反冲洗滤池须进行布气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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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冲洗过程中整个池面强度均匀，不跑砂。 

5.4 管道混合器 

5.4.1 管道混合器至设备主体的管道距离应满足管道内停留时间不超过 1min。 

5.4.2 应保证前后连接法兰及加药口无泄漏。 

5.5 加药系统 

5.5.1 混凝药剂必须符合《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GB/T 17218 的规定。加药

量一般控制在 5-15mg/L。 

5.5.2 加药泵（桶）等相关设备需设置备用。 

5.5.3 仪器仪表应满足《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093 的规定。 

5.6 消毒系统 

5.6.1 消毒剂必须符合《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GB/T 17218 的规定。 

5.6.2 消毒系统可采用次氯酸钠溶液投加、次氯酸钠发生器或二氧化氯发生器等氯消毒装

置以保证出水消毒剂余量，可使用紫外线等其他消毒形式辅助消毒。 

5.6.3 消毒剂存放桶、投加计量泵等相关设备需设置备用。 

5.6.4 仪器仪表应满足《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093-2002 的规定。 

5.7 反冲洗配套系统 

5.7.1 包括反冲洗泵、风机（空压机）、管道阀门等。 

5.7.2 配套设备应有合格证。 

5.7.3 配套设备的厂商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其产品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8 电气及控制要求   

5.8.1 选用的电动机，在额定输出功率下能效等级应符合 GB 18613 的规定。 

5.8.2 电气设备应符合 GB/T 3797、GB 5226.1 的规定，并应设有电流、电压保护及信号

报警等装置。 

5.8.3 电气设备的设计与安全应符合 GB/T 7251.1 和 GB 19517 的规定。 

5.8.4 电气设备应设有过载、过压、欠压、短路、缺相等保护及报警装置。 

5.8.5 室外安装的非防护型低压电器，应有防雨、雪和风沙侵入的措施。 

5.8.6 控制设备应留有与远程的通信接口。 

5.8.7 对于采用自动化控制的，要求： 

    a）供水装置应具备自动反冲洗功能； 

b）供水装置应具备自动排泥功能； 

c）供水装置宜具备远程监控、操作功能； 

带格式的: 缩进: 首行缩进:  0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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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供水装置宜具备必要的水质指标在线检测功能。 

5.9 水质水量 

5.9.1  在清水池的出口取出水水样，出水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

要求。 

5.9.2 作为生活饮用水时出水水质检验应按照 GB/T 5750 执行。 

5.9.3 一体化装置进水应设有流量控制装置（阀门流量计）。 

5.9.4 系统的出水流量计量采用精度等级不低于 2.5 级的流量计测定系统出水流量。  

5.10 配水系统 

5.10.1 采用压力配水的供水系统，送水泵须至少有一台备用泵。 

5.10.2 配套供水系统应设置必要的水质检测设备及取样设施。 

6 检测评估方法 

6.1 一体化供水设备系统 

6.1.1 依据产品合格证核查材料。 

6.1.2 在正常负荷下通水运行，检测出水流量。 

6.1.3 一体化供水系统设备间的噪声值按 GB/T 3768 规定测量设备产生的噪声声压等级。

噪声测点位置确定：为距离设备表面 3M，测试环境要求为风速小于 6M/S。 

6.1.4 检查系统应符合相应防冻等级的要求。 

6.1.5 对照 GB 7231 查看供水系统所有管道标识；查看安全标志是否符合 GB 2894 要求。 

6.1.6 查看供水系统的机械安装防护装置，应符合 GB/T 8196 要求。 

6.1.7 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力为 0.6MPa,金属及复合管管道系统在试验压力下观测

10min，压力降不应大于 0.02MPa，然后降到工作压力进行检查有无渗漏和变形现象；塑料

管管道系统在试验压力下稳压 1h，压力降不应大于 0.05MPa，然后在工作压力的 1.15 倍

状态下稳压 2h，压力降不得超过 0.03MPa，检查系统各连接处有无渗漏和变形现象。 

6.1.8 进行气压试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 1.15 倍，试验时应逐步缓慢增加压力，

当压力升至试验压力的 50%时，如未发现异状或泄露，继续按试验压力的 10%逐级升压，

每级保压 3 min，直至试验压力。保压 10 min，再将压力降至设计压力，停压时间应根据

查漏工作需要而定。采用发泡剂检验有无泄露现象。 

6.2 取水系统 

6.2.1 检查取水泵，试调节阀门控制流量，可正常供水且有备用； 

6.2.2 检查管道是否设置有水质监测采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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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一体化净水设备主体 

6.3.1 资质检验 

若净水装置主体处理量≤200m³/d，检查有无涉水卫生许可批件； 

6.3.2 外观检测 

一体化供水设备主体的外观用目测和手触摸的方法检验，可同时查看放空管、检修人

孔、配套仪器仪表的完整度； 

6.3.3 尺寸误差检测 

长度、宽度、高度、直径等用卷尺或红外测距仪器等进行测量。 

壁厚提供相关证明或用超声波测厚仪进行测量。 

6.3.4 常规形式检验 

a）现场检验絮凝池，观察确认有无絮凝反应器设施或结构； 

b）现场检验沉淀池，观察确有无沉淀结构或设施，或采用厂家的合格证或相应的检

测报告，应符合 5.3.5 条要求； 

c）现场检验滤池形式，确认是否有效；应符合 5.3.6 条要求。 

6.3.5 焊缝检测 

焊接件焊接质量检查按 JB/T 5943 规定。 

焊缝质量检查：超声、渗透、磁性探伤或射线探伤。 

6.3.6 焊接件未注极限偏差及公差： 

a）未注极线性尺寸（长、宽、高、直径、中心距、间距等）限偏差的按表 1； 

                            表 1 线性尺寸极限偏差                  单位：mm 

公称尺寸 
120 

～240 

240 

～400 

400 

～1000 

1000 

～2000 

2000 

～4000 

4000 

～8000 

8000 

～12000 

12000 

～16000 

16000 

～20000 

极限偏差 ±2  ±3 ±4 ±6 ±8 ±10 ±12 ±14 

b）未注角度极限偏差的按表 2； 

表 2 角度极限偏差 

公称尺寸（工件长度或短边长度范围）/mm 0～400 400～1000 ＞1000 

以角度表示的偏差Δα（°） ±45′ ±30′ ±20′ 

以长度表示的偏差（mm/m） ±13 ±9 ±6 

c）未注直线度、平面度和平行度公差的按表 3。 

     表 3 直线度、平面度和平行度公差               单位：mm 

公称尺寸 
120 

～240 

240 

～400 

400 

～1000 

1000 

～2000 

2000 

～4000 

4000 

～8000 

8000 

～12000 

12000 

～16000 

16000 

～20000 

带格式的: 缩进: 首行缩进:  0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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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差 1.5 2.0 3.0 4.5 6.0 8.0 10 12 14 

6.3.7 防腐涂层检测 

普通金属材料涂装前表面除锈质量目视评定。 

涂层干膜总厚度用漆膜测厚仪测量。 

不锈钢件钝化膜附着力按 SJ 20893 的规定检验。 

6.3.8 重力式一体化供水设备主体必须进行渗漏试验，试水持续时间 30min，观察箱体、

管道、阀门有无异常变形、有无渗漏；以额定产水量的 1.1 倍为试验流量进行试验，确保

各工艺段不溢水。 

6.3.9 一体化供水设备气水反冲洗滤池在加入砂滤料之前，须进行布气均匀性试验，池内

充水没过滤头顶部约 300mm，再进气（通常气压 30kPa），观察每个滤头出气量大小是否均

匀，在验收或评估时应提供布气均匀性试验记录。 

6.3.10 一体化供水主体滤料反冲洗，观察冲洗过程中整个池面是否均匀、不跑砂；冲洗

结束时观察滤料表面是否均匀、平整。	

6.4 管道混合器 

6.4.1 对照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流速及管道长度计算混合时长。 

6.4.2 系统通水 2小时以上，使用目测及手触摸判断是否有泄漏。 

6.5 加药系统 

6.5.1 对加药系统使用的药剂检查是否具有安全许可批件。 

6.5.2 检查是否有可测定加药剂量的计量仪器仪表；调节加药量，观察仪器仪表显示值是

否与加药量呈正相关。 

6.5.3 检查仪器仪表的安装，是否满足《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093-2002

的规定。 

6.6 消毒系统 

6.6.1 对消毒系统使用的药剂检查是否具有安全许可批件。 

6.6.2 检查是否有可测定消毒剂量的计量仪器仪表；调节消毒剂投加量，观察仪器仪表显

示值是否与投加量呈正相关。 

6.6.3 检查仪器仪表的安装，是否满足《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093-2002

的规定。 

6.7 反冲洗系统 

6.7.1 泵、风机（空压机）等配套设备外观用目测和手触摸的方法检验。 

6.7.2 采用盘车试转，检查电机转动灵活性，并通电检查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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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各机电设备试运转，观察有无异常声响，传动与调节机构工作是否平稳。 

6.8 电气及控制系统 

6.8.1 检查电动机在额定输出功率下能效等级是否应符合 GB 18613 的规定。 

6.8.2 查看电气设备的设计与安全是否符合 GB/T 7251.1 和 GB 19517 的规定。 

6.8.3 查看并测试电气设备是否设有过载、过压、欠压、短路、缺相等保护及报警装置。 

6.8.4 查看室外安装的非防护型低压电器，是否设有防雨、雪和风沙侵入的措施。 

6.8.5 查看并测试电气设备是否设有电流、电压保护及信号报警等装置。 

6.8.6 查看控制设备是否留有与远程的通信接口。 

6.8.7 自动化控制系统 

    a）持续运行设备，观察是否可实现自动反冲洗及排泥；现场操作，实现系统强制反

冲洗和排泥； 

b）现场查看，有控制面板等自动控制设施，实现远程监测； 

c）现场查看，系统进出水浊度、余氯、pH 等指标可在线显示。 

6.9 水质水量 

6.9.1 以指标是否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里规定为标准，其中浊度项目在一

个反冲洗周期持续对出水取样并检测不少于3次，出水水质均合格。 

6.9.2 对于涉及低负荷或超负荷运行的系统，应适当增加水质检测频次。 

6.9.3 读取出水量数据或使用便携式流量计检测产水量。 

6.10 配水系统 

6.10.1 检查送水泵，试调节阀门控制流量，可正常供水且有备用； 

6.10.2 检查是否设置有水质监测采样口。 

7  检测评估结果判定 

7.1 评估项目和方法见表 1。 

 

表 1 一体化供水装置检测评估项目、要求及方法汇总 

检测评估对象 检测评估项目 项目要求 检测评估方法 
项目类型  

检查 实测  

一体化供水装

置系统 

供水系统的材料、外

购件合格证 
5.1.1 6.1.1 √  

 

出水流量误差 5.1.2 6.1.2  √  

供水系统噪声声压

级 
5.1.3 6.1.3  √ 

 

防冻措施 5.1.4 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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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 5.1.5 6.1.5 √   

机械安装防护装置 5.1.6 6.1.6 √   

水压试验 5.1.7 6.1.7 √   

气密试验 5.1.8 6.1.8 √   

取水系统 
取水泵 5.2.1 6.2.1 √   

水质监测采样设施 5.2.2 6.2.2 √   

一体化净水设

备主体 

涉水产品卫生许可

批件（200m³/d以下） 
5.3.1 6.3.1 √  

 

设备外观 5.3.2 6.3.2 √   

设备制造质量 5.3.3 6.3.3 √   

絮凝池结构 5.3.4 6.3.4 √   

沉淀元件性能 5.3.5 6.3.4 √   

滤池形式 5.3.6 6.3.4 √   

滤料性能 5.3.7 6.3.4 √   

功能结构完整度 5.3.8/5.3.9 6.3.2 √   

焊接质量 5.3.10 6.3.5/6.3.6 √ √ 
焊缝

宽度 

防腐措施 5.3.11 6.3.7 √ √ 

防腐

层厚

度 

水压试验（压力式） 5.3.12 6.3.8 √   

渗漏试验 5.3.13 6.3.9 √   

反冲洗试验 5.3.14 6.3.10 √ √ 强度 

管道混合器 
混合距离 5.4.1 6.4.1 √   

密封性 5.4.2 6.4.2 √   

加药系统 

药剂 5.5.1 6.5.1 √   

投加精确度 5.5.2 6.5.2  √ 标定 

仪器仪表安装规范

度 
5.5.3 6.5.3 √  

 

消毒系统 

药剂 5.6.1 6.6.1 √   

投加精确度 5.6.2 6.6.2  √ 标定 

仪器仪表安装规范

度 
5.6.3 6.6.3 √  

 

反冲洗系统 
设备完整度 5.7.1 6.7.1 √   

设备完好率 5.7.2/5.7.3 6.7.2/6.7.3 √   

电气与控制系

统 

电机能效等级 5.8.1 6.8.1 √   

电气安全措施 5.8.2～5.8.5 6.8.2～6.8.5 √   

自控系统 5.8.6/5.8.7 6.8.6/6.8.7 √ √ 
自动

程度 

水质水量 

水质指标达标 5.9.1/5.9.2 6.9.1/6.9.2  √  

出水量是否达到标

称规模 
5.9.3/5.9.4 6.9.3  √ 

 

配水系统 
送水泵 5.10.1 6.10.1 √   

水质监测采样设施 5.10.2 6.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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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检查项目可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和翻阅资料等方式开展；实测项目应按照实际检

测值或相应的公式计算出结果。检测结果、计算结果可填入多次检测的平均值。 

7.3 检测评估项目符合要求的判定为合格，不符合要求的判定为不合格。   

8  检测评估报告 

8.1 一体化供水装置检测评估报告参见附录 A。 

8.2  检测评估过程中对各项检测指标做好记录，检测记录可作为检测评估报告的附件。一

体化供水装置过程检测参数记录可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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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一体化供水装置检测评估报告 

A.1 工程概况 

包括工程地点、水源水质特征、净水工艺、技术参数、运行效果、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委托单位

等。 

A.2 检测评估项目 

A.2.1 一体化供水装置系统 

包括供水系统的材料、外购件合格证、出水流量误差、供水系统噪声声压级、防冻措施、焊接质量、

安全标志、机械安装防护装置、水压试验、气密试验。 

A.2.2 取水系统 

包括取水泵及其功能、水质监测采样设施等。 

A.2.3 一体化净水设备主体 

包括设备外观、设备制造质量、絮凝池结构、沉淀元件性能、滤池形式、滤料性能、功能结构完整

度、焊接质量、防腐措施、水压试验（压力式）、渗漏试验、反冲洗试验等。 

A.2.4 管道混合器 

包括设混合距离、水头损失、密封性等。 

A.2.5 加药系统 

包括药剂性能、投加精确度、仪器仪表安装规范度等。 

A.2.6 消毒系统 

包括药剂性能、投加精确度、仪器仪表安装规范度等。 

A.2.7 反冲洗系统 

包括设备完整度、设备完好率等。 

A.2.8 电气与控制系统 

包括电机实测能效及能效等级、电气安全措施、自控系统等。 

A.2.9 水质水量 

包括水质指标达标、出水量是否达到标称规模等。 

A.2.10 配水系统 

包括送水泵及其功能、水质监测采样设施、渗水试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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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检测评估结论及建议 

结论等级：通过、有条件通过（个别不影响供水水质的项目不合格，应限期整改，须进行复核）、

不通过（水质水量项目不合格或有多项其他项目不合格）。 

包括针对本次检测评估得出的结论，提出一体化供水装置运行维护建议，双方约定的其他需要的信

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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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一体化供水装置检测评估项目记录 

B.1 一体化供水装置检测评估项目记录 

一体化供水装置检测评估项目记录参见表B.1 

表 B.1 一体化供水装置检测评估项目记录表 

检测评估对

象 
检测评估项目或指标 单位 检查结果 实测结果 备注 

一体化供水

系统 

供水系统的材料、外购

件合格证 
  

 
 

出水流量误差     

供水系统噪声声压级 dB（A）    

防冻措施     

安全标志     

机械安装防护装置     

水压试验     

气密试验     

取水系统 
取水泵     

水质监测采样设施     

一体化净水

设备主体 

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

件（200m³/d以下） 
  

 
 

设备外观     

设备制造质量     

絮凝池结构     

沉淀元件性能     

滤池形式     

滤料性能     

功能结构完整度     

焊接质量     

防腐措施     

水压试验（压力式）     

渗漏试验     

反冲洗试验     

管道混合器 
混合距离     

密封性     

加药系统 

药剂     

投加精确度     

仪器仪表安装规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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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系统 

药剂     

投加精确度     

仪器仪表安装规范度     

反冲洗配套

系统 

设备完整度     

设备完好率     

电气及控制

系统 

电机能效等级     

电气安全措施     

自控系统     

水质水量 

水质指标达标情况，

另见表B.2 
%  

 
 

出水量是否达到标称

规模 
m
3
/h  

 
 

配套供水系

统 

送水泵     

水质监测采样设施     

 

B.2 水质检测评估项目记录 

水质检测评估项目记录参见表B.2。 

表 B.2 水质检测评估项目记录表 

日期：                                                             地点： 

类型 色度 
浑浊度

（NTU） 

嗅和

味 

菌落总数

（CFU/mL）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总氯

(mg/L) 

CODMn 

(mg/L) 

肉眼可

见物 

其他特征

污染物 

原水       
   

清水池出水 
 

     
   

合格率  

记录人员  

备注  

注：清水池出水的浊度、余氯一个周期至少 3 次，其他特征污染物（如重金属）根据当地情况确定。 

 


